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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暖心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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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长沙一社区为高龄老人开设暖心厨房相关报道

“喜欢在这里吃饭，
像家”

守护未来之光

阿托品尚未获批谨慎使用

长沙一社区为高龄老人开设暖心厨房，
7元两顿饭5年未涨价

本报记者满延坤
实习生王开慧 唐莉献 长沙报道

《今日店休》
中记录了一家名叫青空书房的老书店。几十年里，
每逢店休，
店主坂本会
在店门口贴一张手绘海报，
记录每天的心情。久而久之，
人们都爱来这里，
或待一会，
翻翻
旧书，
或和坂本爷爷攀谈，
在海报中寻找慰藉。慢慢地，
青空书房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宿。
在长沙，
也有这么一个地方。天心区赤岭路社区为老年人打造的
“暖心厨房”
，
从
2015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五年，
五年里饭菜从未涨过价。在这里，
老人们每天花7元
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热饭热菜，
身体状况有了同伴照料，
他们的心事、
烦恼似乎也有了
释放渠道。
“喜欢在这里吃饭，
像家。
”
86岁的黎满云奶奶说。

“吃饭啦，吃饭啦……”10 月 22 日，长沙
天心区赤岭路社区二机小区一厨房内飘出
阵阵香味，54 岁的侯利纯拿着菜从厨房出
来，屋内围坐着 6 桌老人。这不是谁家里，

而是赤岭路社区为二机小区“空巢老人”开
设的“暖心厨房”，在这里只要 7 元就能吃两
餐，且 5 年来从未涨价。
二机小区“空巢老人”比较多，高龄老人
身边无子女照顾，行动不便，吃饭成了问
题。于是，赤岭路社区决定开设“暖心厨
房”，为社区高龄老人低价提供“暖心餐”。

老人围坐等待
“暖心餐”
“开饭啦！”侯利纯拉开厨房的玻璃窗，
向食堂大厅喊道。金盆岭街道社工站工作
人 员 刚 把 20 多 位 老 人 安 顿 好 ，又 忙 活 起
来，和侯利纯一起把红烧肉、魔芋豆腐、油
麦菜、小米南瓜粥等热腾腾的饭菜端到餐
桌上。
记者看到，食堂里有 6 张桌子，每桌坐 3
至 4 人，20 多位老人围坐 6 桌，正有说有笑
地话家常。侯利纯给每桌老人的碗中盛满
饭菜，脸上满是皱纹的爹爹和娭毑笑着竖起
了大拇指。午餐吃完，有的老人用保温盒盛
着侯利纯另外留下的饭菜离开，这是暖心厨
房给他们准备的晚餐。
随后，社工站工作人员赶忙收拾桌子。
收走塑料桌布后，记者才发现，这“餐桌”竟

10 月 22
日，
长沙天心区
赤岭路社区二
机小区
“暖心厨
房”
，
在厨房工作
的侯利纯（左）和
志愿者黄岳临
是一对夫妻。
图/记者吴琳红

是一张张麻将桌。为了丰富老人们的娱乐
生活，社区将食堂同时设计成麻将馆，老人
们吃完饭还可以一起进行棋牌活动。看到
大家都很投入，侯利纯感慨道：
“大家其乐融
融，我也很开心。
”
“来吃饭的大多是这样的爹爹和娭毑，
年纪大了，子女又不在家，平时无人照顾。
社区里住着很多退休的孤寡老人，情况都差
不多。凡是年满 65 周岁身边无人照顾的老
人，都可以来这里吃饭，他们也都愿意来。”
社工站工作人员杨雁透露，这里的饭菜只需
7 元，可供一人吃饱两顿，也有人打包回去
和家里的老伴一起吃。而这些供给老人的
菜品，单人成本是 15 元，老人自己承担 7 元，
另外 8 元由社区承担。

吃
“大家”
饭感
“小家”
暖
“小米南瓜粥里有糖，甜甜的。”吴仲坤
说。94 岁的吴仲坤是“空巢老人”，子女都
出去工作了，独居的她是社区“暖心厨房”年
龄最大的奶奶。10 月 1 日，吴仲坤不慎摔了
一跤，腿脚受伤，不能像往常一样到社区餐
厅吃饭，街道社工站得知该情况后，每天中
午安排人员从“暖心厨房”打包饭菜送到吴
仲坤家中。
“今天有红烧肉啊。”看到社工人
员带来的饭菜，吴仲坤笑道。她告诉记者，
每周四社区都会给老人们加餐，有鸡、鸭、
鱼，
还有一道养生粥。
“喜欢在这里吃饭，像家。”86 岁的黎满
云说。黎满云每天中午 11 点准时到餐厅等
待开餐，因家中儿女外出工作，没时间为她
做午饭，社区“暖心厨房”成为黎满云的另外

链接

街道拨款支持爱心午餐
记者从赤岭路社区了解到，暖心厨房开
设于 2015 年，今年是暖心厨房走过的第五个
年头，7 元吃两餐，
餐厅 5 年来从未涨价。
5 年前，金盆岭街道工作人员发现，赤岭
路社区老龄化严重，辖区有一千多名 60 岁以
上的老年人，其中孤寡老人、
“空巢老人”人数
较多，平均年龄 70 岁，这些老年人的子女大多
在外地。金盆岭街道工委研究后，决定在二
机小区建立“暖心厨房”，赤岭路社区提供场
地、水电并聘请厨师，为孤寡老人、
“ 空巢老

人”提供无偿或者低价的爱心午餐服务。
“每
个老人两餐只收 7 元，其他费用根据详单由金
盆岭街道全额拨款。”赤岭路社区党委书记詹
莉云说。
从开始的50多平米发展到现在100平米的
文化活动室，
除了食堂之外，
二机小区的文化活
动中心里还有棋牌室、
舞蹈室、
活动室等。
“暖心
厨房”
的烟火味、
锅碗声为社区老人提供一个温
暖的
“家”
。问起食堂将来的打算，
杨雁坚定地回
答：
“我们的食堂会一直开下去。
”

一种意义的“家”
。
在厨房工作的侯利纯和黄岳临是一对
夫妻档，侯利纯今年 54 岁，在二机小区做厨
师 3 年了，3 年来，她每天 5 点半准时起床，6
点多出门买菜，
之后便来到社区食堂，
在厨房
里准备做菜，下午 1 点忙完才会休息下。
“在
此之前我做微商，一个月能赚八九千。大家
夸我做菜好吃，我就来这里工作了。在这儿
工作感到特别开心，
能收获真正的快乐。
”
黄岳临今年 80 岁，身体还算硬朗，负责
厨房的备菜、洗碗一类事务。因为心疼妻子
工作辛苦，黄岳临以志愿者身份来社区餐厅
义务帮忙，不久便成了妻子的得力帮手，两
人一起在厨房忙碌，他们的爱心受到了许多
人的鼓励和肯定。

未来两天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
本报长沙讯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未来
两天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早晨湘西、湘中以南
部分地区有雾。白天天气晴暖，但早晚寒凉，需
适时增添衣物。
具体来看，23 日 8 时至 24 日 8 时，全省多云
间晴天，早晨湘西、湘南地区有雾；北风 3～4 级；
最高气温 21～23℃；最低气温 9～11℃。24 日 8
时至 25 日 8 时，湘南阴天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
晴天间多云；北风 2～3 级；最高气温 19～21℃；
最低气温 9～11℃。
记者陈诗娴

骑行40天给
“糖友”
送关爱

家门口享湘书盛宴
第二十七届长沙图书交易会开幕
本报长沙讯 10 月 22 日，第二十七届长沙
图书交易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中南出
版传媒集团重点打造“出版湘军精品力作专
区”和“四维阅读专区”成为交易会亮点，为读
者带来一场湘版好书的书香盛宴。
本届长沙图书交易会以“世界‘媒体艺术
之都’——长沙人爱读书”为主题，由湖南省新
闻出版局、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指导，长沙市
委宣传部、长沙市新闻出版局主办。本次交易
会展览总面积达 4 万平方米，展位 800 多个，来
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商、经销商将进行为期 3 天
的图书交易活动。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携旗下八家出版社和
湖南省新华书店参展。在“出版湘军精品力作
专区”，集团重点展示了《国内大循环》
《毛泽东
早期文稿》
《湖南英雄烈士谱》
《中国减贫的世
界贡献》等精品力作，还展示了《你信大爱我信
你：潇湘家书·抗疫篇》
《你的样子——致敬奋
力抗疫的每一个中国人》等抗疫图书，以及《大
英儿童漫画百科》、
“四五快数”系列、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罗杰·彭罗斯科普作品、残雪典藏
作品，还有《光荣与梦想——中国工业版画与
新中国建设七十年》
《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等

本报长沙讯 “听说低浓度阿托品可以控制
近视，不知道真假。”近年来，青少年视力状况一
直备受关注。网上不少文章宣称，低浓度阿托品
滴眼液能控制近视，是一种有效且安全的干预手
段。有家长通过海外代购，更有甚者根据网传配
方自制和使用低浓度阿托品。这样到底安全吗？
10 月 22 日，记者搜索某网购平台，输入“低
浓度阿托品”字样，系统自动匹配出商家。一商
家宣称可代购，一支 60 元，5ml 用一个月。不需
要医生开处方，每天一次，睡前滴一滴。该商家
表示，低浓度阿托品对散瞳剂过敏、青光眼、高眼
压患者不能使用，使用过程中不能碰到出水口，
避免细菌感染。使用三个月后，可以去眼科诊所
测视力度数，
看是否控制良好，
也要测一下眼压。
低浓度阿托品真如宣传所说，能够控制近
视？
“国家尚未批准上市，盲目使用风险大。”省第
二人民医院眼科叶兴桥教授表示，阿托品作为一
种抗胆碱药，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在眼科临床应
用中主要是散瞳。
专家表示，该药并没有在中国大陆获准上
市，即便上市也一定要凭处方，在眼科医师指导
下使用，海淘代购甚至使用阿托品注射液自行调
配等做法存在一定风险。
叶兴桥介绍，它可能引起瞳孔散大、眼压升
高、畏光、视近模糊、面红、口干等症，自行调配的
话浓度不当、成分不稳、易污染，有导致眼部感染
的可能。此外，青光眼、高眼压患者盲目使用，存
在较大风险。
专家表示，
近视一旦确诊是不可逆的，
市面上
不少宣称可以治愈近视的方法，都是没有科学依
据的。家长要提高眼健康意识，在学前阶段就为
孩子建立眼睛屈光发育档案，开展相关的防控工
作。一旦确诊近视，
一定要找专业医生，
接受专业
的眼科治疗，
防止发展成高度近视带来的伤害。
“户外活动和减少近距离用眼是预防和控制
近视发展的有效方式。”叶兴桥表示，阳光能刺激
视网膜分泌更多的多巴胺，有效地抑制眼轴的拉
长，从而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建议家长保障
孩子每天至少 2 小时的户外活动。 记者张树波

湘版好书。
服务于湖南省 K12 阶段校园阅读，帮助学
生实现人文素养和语文能力双向提升的“四维
阅读”系列丛书也在本次长沙图书交易会亮
相。丛书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湖南省
新华书店、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岳麓书社共同打造，覆
盖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每学期 3 本，旨在
实现学生语文核心素养——语言建构与应用、
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
与理解等四个维度的提升，希望从核心上解决
学生“没有时间读”
“读什么”
“怎么读”
“读得怎
么样”四大核心问题。丛书还配套免费课程资
源，由资深的专家指导团队作为服务支撑，为
广大师生提供“阅前”
“ 阅中”
“ 阅后”全流程服
务，打通校园阅读从 0 到 1 的“最先一公里”
。
本次交易会还将评选发布“2019 年度长沙
人最喜爱的 10 本书”，评选表彰一批“示范性农
家书屋”和“书香民营企业”，同时举办“书香长
沙”全民阅读购书节活动。历经 27 年的积累沉
淀和品牌塑造，长沙图书交易会被誉为“全国
三大书会”之一，成为“中国民营书业的风向
标”。 通讯员彭唐思宇 何雅娴 记者徐海瑞

10 月 22 日，第二十七届长沙图书交易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为读者带来一场湘版好书的书香盛宴。
图/何雅娴

本报长沙讯 从长沙出发，骑行湖南 14 市
州，途中探望身居各地的 1 型“糖友”。10 月 22
日，黄栋再一次出发，他将用 40 天的时间，为湖
南的 1 型糖尿病患者送去“甜蜜”。这个由湖南
省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和改变糖尿病基金共
同发起支持的骑行活动，旨在以“糖友”黄栋自身
的行动，鼓励患有 1 型糖尿病的小朋友，为他们
提供针对性帮扶。
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举办骑行活动启动仪
式现场，黄栋告诉记者，他在 9 岁那年被确诊为 1
型糖尿病，
他的父母特别担忧。与黄栋父母一样，
很多 1型糖尿病患者的家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013 年以来，黄栋先后 4 次骑行西藏，还组
建了“糖友”车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只
要科学认知，合理控糖，1 型糖尿病可以和正常人
一样生活”。
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心一介绍，
2020 年基金会开启甜蜜生活包项目、甜蜜生活支
持计划项目的走访服务，给新确诊或经济贫困的
1 型“糖友”带去物资和爱。基金会与黄栋一起策
划了“甜蜜到家”骑行湖南的活动，黄栋骑行 14
市州，沿途对需要帮助的 1 型“糖宝”和家庭进行
走访，提供心理、物资等支持。骑行湖南是“甜蜜
到家”公益行动的第一站。接下来，基金会将携
手黄栋走进其他地区，骑行中国，为更多“糖友”
带去关爱。
记者徐海瑞 通讯员余乐乐

摄影作品展现常德魅力

草根品牌定下10亿小目标
湖南产纸尿裤加入拼多多
“新品牌计划”
本报记者李姝 长沙报道
10 月 22 日，拼多多宣布全面升级 2018 年
底启动的“新品牌计划”。
“新品牌计划”有哪些
升级？拼多多副总裁陈秋表示，目标是“一万
亿”，
这是指新品牌产品带动的销售额。
在平台“一万亿”的大目标下，新品牌们也
给自己定下了“小目标”。

“草根”
纸尿裤品牌冲击10亿销售额
湖南纸尿裤品牌贝婴爽是拼多多“新品
牌计划”的佼佼者。据了解，贝婴爽纸尿裤位
于宁乡的工厂，每天来往十几辆大型货车发
货，每辆可以装下上千包纸尿裤。据介绍，宁
乡邮政 EMS 的快递有 40%来自贝婴爽。其实

在两年前，贝婴爽母公司湖南洁韵还未接触
过电商。
2018 年，湖南洁韵董事长艾春元参加了
一场拼多多的招商会，从未网购过的他接触到
“电商”一词。深入了解后，2018 年 5 月 20 日，
艾春元将“贝婴爽”拼多多店铺正式上线运营，
仅用 6 个月时间，成为类目第一。对于公司的
发展，艾春元还定了一个小目标：2022 年实现
产品销售达到 10 亿元。
“性价比和服务，是我们品牌的核心竞争
力。”艾春元分享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家住
上海的外甥生了小孩，他寄了一箱厂里的纸尿
裤给他。因为是国产品牌，外甥将这箱纸尿裤
束之高阁，有次进口品牌的纸尿裤用没了，外
甥想到用贝婴爽的纸尿裤，使用后，他发现比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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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品牌用得好。

四个方面加大
“新品牌计划”
扶持力度
“一年半时间，参与拼多多‘新品牌计划’
定制研发的企业超过 1500 家，累计推出定制
化产品 4000 多款，订单量突破 4.6 亿单，今年
三 季 度 日 均 定 制 化 商 品 销 售 量 超 过 200 万
单。”陈秋在活动现场介绍，伴随用户高速增长
及与产业带合作深入，拼多多“新品牌计划”已
成制造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推手。
经过实践和发展，拼多多活跃买家数从
3.44 亿增长到了 6.83 亿，日均订单量从 2500 万
单增长到了 7000 万单，年成交额从 2621 亿元，
达到了 12687 亿元，现在由拼多多产生的物流
包裹数已经占据中国全社会快递物流总量的

邮编：
410004

报料求助热线：
0731-85571188

三分之一。
升级后的“新品牌计划”相比以前有哪些
强化？陈秋告诉记者，
“新品牌计划”将在四个
方面加大力度扶持新品牌。第一，扶持目标加
大。2021 年至 2025 年扶持 100 个产业带，定制
10 万款新品牌产品，带动 1 万亿销售额。第
二，合作伙伴扩容。从头部代工企业为主，扩
展 到 为 全 中 国 优 质 制 造 企 业 服 务 ，数 量 从
1000 家 提 升 至 5000 家 。 第 三 ，更 大 资 源 投
入。百亿补贴、秒拼事业群等拼多多强势资源
加入“扶持资源包”，为企业提供定制化品牌推
广方案。第四，合作模式创新。从帮助代工企
业孵化自主品牌，升级为代工企业自主品牌培
育、知名品牌子品牌打造、新锐品牌扶持、国货
老品牌再造等四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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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常德讯 用镜头发现故事，用镜头发现
美丽常德。历时近 3 个月的时间，
“经发展杯”常
德记忆摄影大赛也快进入尾声了。摄影大赛开
始以来，受到了摄影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大赛收
到社会各界以常德记忆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几百
幅，摄影爱好者们怀着对家乡的赤诚之心、对摄
影的热爱之情，用手中的镜头讲述了一幅幅魅力
的常德
“画卷”。
本次摄影大赛社会反响热烈，截止到 10 月
20 日，全网投票通道的点击率已经超过 65 万，累
计投票数超过 19 万，参与选手达上百名，且在不
断增加中。活动期间带动了常德穿紫河、柳叶
湖、白马湖景区的门票销售，景区游船门票的售
票数量迅速攀升，据初步统计，活动引流穿紫河、
柳叶湖、白马湖景区的游客数量已经达到 4000 余
人，游船套票的销售量达到 500 余套，本月底还
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
本次摄影大赛将持续到 10 月 31 日，届时，主
办方将会邀请摄影协会专家、知名艺术导师等组
成的专业评审团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严格、公正
的评选。
记者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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